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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信架起“连心桥”
本报讯 日前，在集团公司组织
开展的“安全环保，意识先行”活动
中，铜冠机械公司环保分厂全体职工
公司要求进
收到一条飞信，
内容如下：
一步强化安全环保教育培训，提高全
员安全环保意识，
深入开展反“三违”
活动，有效防止各类安全事故及环保
事件的发生。着力实现：全年无破皮
伤、
无轻伤、
千人负伤率为零的目标。

铜冠机械公司环保分厂现有职工
73 名，其中：外聘工 20 人，高职生 15
人，其余为合同制职工。分厂党支部创
新交流方式，利用新兴的互联网与移
动网无线通信特点，搭建起“飞信”平
台，实现集中教育与“飞信”平台日常
教育相结合的管理模式，缩短了分厂
与职工之间的距离，架起了一座干群
之间的“连心桥”，形成了思想政治工
作与日常管理全员覆盖的新格局。
该分厂安排专人申请专用号码开通
飞信，收集全厂员工的手机号码逐一加
入平台，同时根据职工所在岗位、工段、
政治面貌等分为不同类别。结合环保分

随时将公司
厂工作实际，
利用飞信平台，
相关政策精神传达给职工，让职工接受
质量
看得见的思想政治教育、安全教育、
上下班前及时提
教育等；在天气突变时，
在重大节日期间，
醒大家注意路途安全；
该分厂利用飞信的群发功能，为全体职
工发去问候和祝福，使职工备感温暖。
如，今年 2 月 27 日，全体职工接到通
知：
公司近期将组织人员对劳动纪律、作
息时间进行检查……同时要求各工段对
各岗位进行安全自检，提醒操作人员安
全作业，特别要注意加强窑炉、天然气、
行车操作等危险点的
烘房、
电气控制柜、
检查。
最后祝大家新的一年工作顺心，平

平安安！
同时，该分厂职工也可以利用平台
就分厂日常生产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该分厂秉承“在理解中沟通，在沟通中
相长”的理念，以“理解”为切入点，增
分厂领
强相互间的理解，使分厂与基层、
导班子与职工在对待安全、质量、5S 的
问题上，增强自觉性，形成共识，达到和
谐发展的目的。
截至今年 5 月 20 日，该分厂共向
全体职工发出“飞信”39 条，其中通知
类 20 条，祝福类 4 条，质量类 2 条，提
醒类 3 条，
其余 10 条为安全生产类。
王征社 桂 群

开展“感恩母亲”主题教育活动

铜冠物流冬瓜山车队

扎实做好防汛准备工作
本报讯 随着铜陵地区汛期的临
近，冬瓜山车队认真组织，提前谋划，
早部署、早排查、早落实，积极做好安
全度汛工作。
强化组织领导，
及时成立防汛应急
制定防汛
领导小组和抢险民兵小分队，
明确目标，
计划和应急预案，
细化程序，
落实责任，
确保防汛工作有序开展。
认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对
尾砂坝、废石架头等危险源点和部位
对可能出现
进行摸底排查，
实施监控，
把防汛
的险情，
做好应急预案的演练，
措施落在实处。
积极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对抢险
用的各类工具、车辆、物资，安排专人
以备出现险
清点检查，
确保性能完好，
情时能及时到位。未雨绸缪。
同时不断
利用排班会、板
增强职工的防范意识，
报，
宣传防汛知识和要领，
在危险源点
处设立相应的警示标牌，加大宣传效
果，
提高警示力度。王松林 刘福云

奉献的
饱满的热情、
十足的干劲、
精神，天马山矿业公司宝山工区碎矿
班组长朱少如始终冲在工作最前面，
他埋头苦干，脚踏实地，
为矿山建设发
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工作中的朱少如严格要求自己。
他立足本职工作，努力学习政治业务
作为碎
理论，
不断提高工作管理能力。
矿组长，
为确保生产顺利进行为己任，
能够认真贯彻执行各项管理规定，并
以此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他在思想
和工作上日趋成熟，成为思想、政治、
业务全面过硬的青年生产骨干。
身先士卒，模范带头，朱少如在
工作岗位上尽心尽职。碎矿班组是矿
山选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对于
完成生产任务至关重要。因此，在工
作中，他带领班组严格执行工区生产
计划和考核目标，认真履行职责。碎

本报讯 近日，由铜冠建安公司
申报的“球磨机轴颈与筒体同心度找
正装置”、
“电解槽安装定位成套工
具”、
“混凝土浆水回收利用系统”等
7 项专利，获得了中国国家知识产权
局颁发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据了解，该公司去年共申报了 9
项国家专利，其中 2 项为发明专利，
目前正处于审查阶段，而另外 7 项为
实用新型专利，正是此次获得授权的
7 项专利。
为推进企业科技创新工作的有

效开展，该公司于去年成立了技术管理
委员会，专职负责企业专利、工法的研
究和申报等工作，下设土建、暖通机电、
起重铆焊钢结构、综合和经统会五个专
业小组。同时，该公司通过年初制定下
发年度科技创新工作计划，对专利、工
法的申报内容和数量作出明文规定。该
公司还通过施工组织设计、方案讨论、
内部施工技术观摩、讲座等形式定期开
展技术交流，并每月在内部杂志上刊登
技术论文。
李海波

安庆铜矿职工食堂职工“说了算”
本报讯 日前，在安庆铜矿职工
食堂，正在排队打饭的动力车间职工
蔡勇说：
“现在食堂一份午餐仅 4 元
钱，
能够吃上这样的饭菜，我们都很满
意。”
连日来，为了保障职工 “吃好
饭”，安庆铜矿开展了职工监管食堂
保卫部、
职工
活动。该矿抽调了纪委、
代表等人员对职工食堂实行为期五天
监管中，督查组人员
的伙食监管活动。
对食堂环境卫生、餐具卫生及菜品质
随后，
职工
量等多项工作进行了检查。

矿产资源中心

本报讯 在矿产资源中心，大多
数青年职工均是来自于外地，从大学
求学到参加工作至今，大部分时间均
在外地，繁忙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往
往在不经意间忽略了对父母的关心。
有鉴于此，该中心以 5 月 10 日的母
亲节为契机，组织青年员工开展了
“感恩母亲，母爱永恒” 主题教育活
动。
活动以该中心 28 岁以下青年职
工母亲为对象，由青年职工亲自撰写
一封写给母亲的信，写出自己的所思
所感及想对母亲说的话，并准备一份
送给母亲的节日礼物，该中心统一进
由该中心统一组
行寄发。在此基础上，
织青年职工以电话或短信的方式向家
定期开展。
人问好，
并养成习惯，
通过活动的开展，该中心希望在
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提高员工素
筑
质的同时，
教育青年员工感恩父母，
牢员工“爱国、
爱家、
爱企”思想基础，
增强员工“孝道”意识，全面推动企业
健康发展。
傅大伟 赵 跃

铜冠建安公司获 7 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代表就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多数员工对
食堂的反馈意见进行评议。
“员工食堂饭菜质量关乎员工的幸
福指数。”该矿领导如是说。企业设立职
工食堂是为职工服务的，
职工吃什么，
职
工有选择权。食堂饭菜质量好不好职工
最有发言权，让职工代表参与对食堂的
伙食餐饮情况进行管理监督，对厨师的
工作、
服务人员的态度、食堂卫生等各方
这是办好职工
面进行评定，以改进不足，
食堂的有效举措，从而体现了“以人为
本”的管理理念。 胡耀军 孙 斌

铜冠物流金园分公司开展岗前安全宣誓活动
本报讯 铜冠物流公司金园港埠
分公司把安全宣誓活动作为班组安全
活动的一项内容，
要求以班组为单位，
分别在派班会、
上岗前进行安全宣誓，

同时，
通过安全宣
强化员工的安环责任。
誓，把安全理念、环保理念、管理理念等
企业文化内容强化到员工思想中，达到
规范行为的目的。
陈玲琍

铜冠投资金神耐磨材料公司职工穿戴好劳保品在空气锤前作业。金神耐磨材料公司在开展“安全环保，意识先行”活
动中，注重职工安全环保意识教育的同时，
结合公司实际，
重点加强了锻球熔铸、锻造，铸球熔铸等关键岗位安全作业管理，
较好地促进了反“三违”工作力度。
加大了作业时劳保品穿戴要求，
王红平 王常志
摄

以青春之名谱写团建新篇章
—记“集团公司五四红旗团委”技术中心团委
——
近两年来，技术中心团委不断创
等重要工作，积极营造积极向上的舆
新工作思路，紧紧围绕该中心年度方
论氛围。开展铜陵好人等投票推选工
针目标，充分发挥共青团的桥梁纽带
作，并组织青年团员认真学习先进个
作用，提升团员青年的思想政治意识
人事迹。根据该中心科技经营工作实
和服务企业的能力，为该中心建成充
际和青年的思想状况，确定宣传教育
满活力、富有效率、创新力强、科学发
的重点，通过三会一课、座谈会、网络
展的现代科技服务性企业作出了积极
宣传等形式，每季度开展一次青工形
贡献。
势与任务的宣传教育活动。
立足“细 胞 工程 ”，以 创 建“四
弘扬无私奉献精神，展示中心团
好”团支部为抓手，以加强团干队伍
员青年奋发向上，热爱企业的精神风
建设为重点，突出加强基层团组织建
貌。该中心团委通过组织团员青年学
参观
设。该中心团委号召团支部不断加强
习《我和我的铜陵有色故事集》、
自身组织建设，认真做好团内组织生
中心企业文化陈列馆、观看企业宣传
帮助团
活和日常工作，
定期汇报团支部工作。 片《科星璀璨》等多渠道方式，
为企业发
为及时了解团员青年思想动态，每季
员青年了解有色，热爱有色，
度要求各团支部上报团员青年的思想
展做出贡献。为了弘扬中华民族传统
状况分析材料，及时把握青工思想脉
美德，以成立文明单位学雷锋志愿服
搏，
有针对性的做好宣传教育工作，
维
务支队为契机，该中心团委开展了
护该中心青年队伍的稳定。
“青春献有色，奉献在岗位”等活动，
围绕该中心改革发展、科技经营
倡导广大团员青年立足本职岗位开展

义务奉献。
围绕打造现代科技服务性企业的
要求，重点开展有影响力的品牌活动，
提升团组织战斗力。该中心团委在青年
中大力实施 “青工技能振兴计划”,加
强对近三年新分配大学生岗前培训和
落实导师带徒工作；结合该中心科技经
营工作任务开展“五小”成果科技竞赛
活动，促进青工创新成果在实践中转
化、应用、创效，不断提高青年的创新意
识和创新效果；以“青春献有色，奉献在
岗位” 的岗位义务奉献活动为抓手，倡
导广大团员青年立足本职岗位，开展义
务奉献活动。
以增强凝聚力为目的，结合青年特
点扎实开展各项活动，充分发挥共青团
技术中心
桥梁和纽带作用。为强身健体，
团委向该中心建议改善活动场所环境，
构建健身器材，为团青强身健体提供活
该中心团委先
动场地。为丰富职工生活，
后组织参与了“庆圣诞迎元旦乒乓球比
赛”、扑克牌比赛、篮球友谊赛、文字行
为艺术大赛、
“我和我的技术中心”手绘
T 恤、青年职工羽毛球比赛等一系列活
动，
提高了企业凝聚力。
傅大伟 张 蓓

近日，
集团公司组织部分离退休老干部来到铜山矿业公司参观考察。离退休
老干部们兴致勃勃地参观了该公司新选矿生产车间，在赞叹设备、厂房变化的同
时，对企业现代化的管理方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表达了对企业发展的美好祝
愿。图为老干部们在新选矿车间工艺控制中心内了解工艺流程参数。
本报记者 江 君 通讯员 张 霞 摄

一片赤诚为矿山
—记天马山矿业公司优秀员工朱少如
——
矿班组人少事多，工作任务重，为了完
成生产任务。他积极带头，脏活累活抢
着干。由于井下生产矿石有的矿块较
大，运输到选矿前需要二次破碎，他就
要求破碎工严格执行安全规定，检查作
业现场、设备运转状况以及周围的安全
环境，按规定程序进行破碎。每次下班
后，他都带领职工认真检查作业现场，
清理货场环境，打扫卫生，保持货场环
境清洁，也为下一班的作业节约了时
间，提高了工作效率。
经破碎后，
还
宝山工区采掘的矿石，
要运输到选厂再选。由于工区离选厂较

远，运输时还要经过市区、居民区，道路
情况复杂，给生产任务完成造成极大不
想方设
便。作为组长，
朱少如不惧困难，
法，积极协调相关单位，科学安排，合理
他利用晚间间
运输，
克服诸多不利因素。
歇时间，调度车辆，安排人员，落实安全
监管措施，不管刮风下雨，发扬连续拼
搏，
不畏艰苦的精神，
牺牲大量的休息时
间，
经常加班加点直至午夜。
朱少如总是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
难留给自己。班组人员少，他既是组长
同时还担负
也是破碎工，
又是铲车司机、
别人都下班了，他
着地表看护巡查责任。

就利用休息时间，开着铲车，把货场矿石
清理好，为第二天生产提供良好的作业
条件。然后，他还要仔细巡查一遍工区地
汇报和处理影响
表周围情况，
及时发现、
工区安全行为。
爱岗敬业、乐于奉献、身先士卒，朱
少如正是以自己的热诚感染并带动着身
边的员工，大家以他为榜样，踏实工作，
在班组形成了良好的积极向上的工作氛
围。
去年来，他所在的班组未发生任何事
圆满地
故，
全年安全运输矿石约五万吨，
完成了各项生产任务。
朱 莉 林积才

为鼓励和引导员工养成多读书、读好书的习惯，把学习的体会和成果转化为
谋划工作的思路、促进工作的举措，日前，矿产资源中心组织开展了第三届“与书
香同伴，与智慧同行”读一本好书活动。图为中心读书感想交流会上员工正在分
享其读书心得。
傅大伟 赵 跃 摄

陶振国“治”水

陶振国是冬瓜山铜矿生活服务公
司一名电工。5 月 20 日，一贯与“电
老虎”打交道的他，凭着过硬的本领，
巧妙 “治” 愈一台老牌洗衣机的水
就会立马“排泄” “诊”，但陶师傅却没有露出笑意。因
“患”。
要一拧开加水阀上水，
因为它快有
之所以说是“老牌”，
出来，根本无法洗涤衣服。
为这种洗衣机，厂家早就不生产了，其
20 年的“工龄”了，在矿山后勤岗位
接到抢修电话，陶振国背起工具直
零部件更是难觅。“没有可更换的配
上，
这台“老牌”洗衣机就像一位勤劳
奔洗衣房而来。手脚麻利的陶师傅先是
件怎么办？”眉头紧锁的陶师傅对身
的“保姆”，
默默无闻地为井下矿工洗
拆开洗衣机背面的外罩，用检测仪表对
边的孙晓明班长说：
“看来不能对洗
女
涤工作服。因为“工龄”长的缘故，
洗衣机的动力电路和控制回路的接线装
衣 机 的控 制 线路 做 简单 的 修复 了，必
随
工们都习惯把它称之为“一号机”。
置及元件进行仔细测试，然后又小心翼
须把内部的排水系统进行改造，才能
“一号机”的
只见线
着服务年限不断延长，
翼地合上弱电断路器，接通电源，
奏效。”
“健康” 状况频亮红灯，时常出现跳
路板上的指示灯在不停地闪烁。陶师傅
说干就干。陶师傅拿出自己平时收
开始了他的
闸、
渗水等故障。平常遇到间隙停机、 根据测试数据和指示灯的“预警”信号， 集机器小部件的“百宝箱”，
排气等控制系统的元 “淘宝”行动。很快便找出急需更换的虑
底板震动等此类“头昏脑热”的小毛 “诊断”出是供水、
病，
值班人员自己动手就能解决。
这一
件出现故障。
水软管、三角阀和增厚橡胶皮等零部件。
次，
“一号机”貌似换了“腹泻病”，
只
虽然 “一号机” 的故障已经确
经过一阵忙碌，
新整改排水系统，
比原先

“以前使
多了一个气门，陶师傅解释说：
用一个气门，
由于气压不足，无法彻底排
现在使用两个
气，
造成积水漫溢的故障。
气门，弥补了排水效率低的毛病。”另
外，陶师傅还通过对水阀控制线路的操
作系统进行了改造，避免了自动停机的
毛病。
随着“一号机”发出匀称的运转声，
洗衣仓水位开始逐渐上升，大家所担心
的渗漏故障并没有重现，现场的工友会
心地笑了。陶师傅简单地擦拭沾满油污
的手，又投入到浴室空气源设备维护中。
刘敏莉

为提升班组长工作能力，更好地发挥班组长作用，铜冠冶化分公司球团车间
创新班组长“公推直选”模式。日前，该公司球团车间主机班员工对四位班长候选
人进行民主“考评”，候选人竞聘演说后，由组员通过无记名投票选出自己的“当
家人”。下一步，
该车间还将这项民主“考评”推广到其他班组。图为竞聘演说现
场。
朱长华 李文波 摄

